
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獲章同學名單 (2008 年度) 

木章  
2A 陳曉怡 陳家熙 陳麗彤 陳美君 陳藝詩 陳綺伶 張國彥 張梓昌  蔡麗娟 蔡敏婷 周卓頴 周永祺 

鍾煒聰 傅希琳 何樂軒 許潔瑩 許子健 甘亮鋒 關慧芯 黎加蔚 林翠薇 李嘉曦 李文軒 李美怡 

李爾諾 梁澤深 梁皓樺 李逸朗 梁敏婷 譚兆聰 徐俊杰 黃靖媛 黃嘉豪 黃健星 楊芷晴 葉婉鑫 

余德雄 

2B 陳家聰 陳潔蓉 陳大銘 陳頴琳 陳詠欣 陳玉其 鄭佩文 張家燕 鄒嘉怡 鍾寳欣 林卓欣 林婉珊 

劉景行 羅慧怡 梁雪瑩 梁子茵 盧潔貞 巫卓奇 蕭㼆盈 蘇文熙 曾成達 曹維進 王文富 黃詠欣 

黃滙  楊彩暉 丘靄琦 葉永盛 余敏熹 翁佩莎 

2C 陳浩昇 陳啟聰 陳美榆 陳雪雯 張熾盛 鄭凱而 鄭倩婷 張漢希 周曉瑩 何麗欣 何諾軒  古澤彥 

甘卓濡  黎鎮軒 林昀洛  劉坤豪  李婉婷 李知行 李樂怡 李思穎 連敏儀 吳若歡 潘天誠 沈煒倫 

冼浩霆 邵諾媛 丁兆成 陶振明 徐嘉慧 尹智綸 黃慧琳 黃詠霖  葉思穎 

2D 陳漢威 陳毓淇 張毅豪 張紫瑩 周曉欣 鍾志鏗 鍾善焮 霍澍楊 葉子承 鄺穎儀 黎卓華 黎天賜 

林卓穎 林望樂 劉德聲 李寶恩 李雪穎 李煒烽 盧梓杰 文霆鋒 萬梓峰 吳嘉偉 吳旨晴 顏瑞珊 

冼敏富 蘇詠彤 袁思雅 黃海晴 黃啟誠 王麗卿 黃思銘 楊亞茜 楊倚晴 袁綺雯 

2E 陳思華 陳德佳 陳旭星 鄭銘忻 鄭偉杰 張浩輝 張景悅 張倩瑜 莊子豪 周美儀 鍾曉欣 鍾敏兒 

何英揚 熊韻瑤 關可為 郭文婷 李倩蘅 梁儆文 梁寶恩 梁善誼 梁詠琛 廖學東 盧俊傑 明哲鋆 

吳鎮隆 吳家昊 吳梓豪 唐佳敏 謝美婷 黃凱讌 黃佩雯 葉啟文 袁嘉欣 

3A 葉俊鴻 劉桂青 李文朗 李梓樑 廖栢詠 黃露儀 王樂汶 

3B 周卓敏 傅家康 王建博 

3C 關翠怡 廖詠妍 呂樂研 巫青穗 譚俊傑 譚晞汶 謝浩麟 

3D 張震鋒 蔡阮雯 黎美思 林翠琪 李洛怡 

3E 陳靜恩 陳美茵 陳瑋楠 蔡欣意 高卓朗 黎沅鈴 羅芳琪 李志洋 李嘉榮 廖家豪 劉琦琪 麥俊華 

徐偉杰 王潔婷 

4A 鍾浩怡 鄧麗雯 黃慧欣 

4B 林潁茵 勞俊豪 吳根雄 

4C 黃慧儀 

4D 何頌敏 

銅章  
3A 孔德唯 林欣逸 羅泳宜 呂佩欣 沈秋儀 鄧麗萍 

3B 羅淑琪 阮婷欣  凌慧婷 

3C 陳雅詩 陳安瑩 張燮儀 張婉穎 蔡倩儀 周芷瑩 鍾清偉 江鏡棠 官美婷 黎灝楹 賴艷君 李曉敏 

梁凱俊 廖芷君 廖玉婷 盧子聰 馬雁玲 彭康雪 彭婉怡 石頌茵 蘇嘉慧 鄧煒軒 刁姵文 曾潔琳 

溫樂怡 黃栩蔚 黃佩珊 黃慧施 胡曉瑩 

3D 許智恒 梁穎寶 莫穎珩 戴嘉莉 談嘉敏 唐綺琪 黃麗恆 黃苑玲 胡穎琪 

3E 鄭舜傑 何嘉莉 何旻珮 李素秋 王允佑 

4A 陳熹渝 林燕玲 羅國如 

4B 陳穎樟 陳燕儀  周昀澍 鄭柱強 張婉琪 莊展鈞 林庭峯 羅治輝 利永行 梁安瑩 梁依玲 鄧凱琪 

謝婉羚 楊雅斯 

4C 陳詩雯 林旨峰 

4D 歐陽曉彤 戚韻瑤 朱麗雅 揭鳳婷 蘇美琪 

4E 歐嘉瑤 陳凱詠 陳嘉敏 周芷儀 鄭寶玲 鄭羨霖 鄭苑琛 何倩彤 葉詠宜 李穎彤 梁頌欣 廖穎儀 

孫嘉儀 宋惠欣 徐麗欣 黃少珊 黃芸笙 胡綺珊 楊穎琳 袁嘉欣 

銀章 
[中國古代建築]      4A 黎思嘉 4B 張淑儀 
[中國的少數民族]      4B 李卓宜 4D 余樂心 4E 林穎深 容曉怡 
[中國排球]      5D 鍾麗君 洪詩韻 梁平平 葉曉彤 
[中國跳水]      5D 張翠怡 
[中國古代日用器物]     7A 陳婉姍 鄭永欣 黃慧賢 
[中國古代教育]      7A 莫家萃 黃雯峰 
[中國歷代文學概觀]     7A 陳詩煥 郭珈希 黃碧峰 
[中國古代藝術]      7A 邵穎芝 鄧秀雯 鄧穎敏 
[中國姓氏與名號]      7A 陳彥樺 
[中國宗教]      7A 蔡敏寧 杜曉慧 葉瑜 
[中國古代婚姻習俗]     7A 鄭燕玲 張佳欣 譚楚欣 7S 關琦峯 羅嘉儀 莫芷澄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概觀]     7A 麥子豪 倪灝恒 湯德駿 7S 古雅盈 劉詠嘉 麥美榮 
衞欣欣 
[中國古代科學]      7A 李達全 李仁杰 吳澤城 7S 陳俊暉 黃崇根 
[中國古代天文曆法]     7S 廖進諾 
[中國傳統日常器物]     7S 梁俊賢 嚴鋒濃 葉志鵬 
[中國傳統民間建築]     7S 孔進軒 黎穎瑜 彭梽樃 
[中國古代姓氏與名號]     7S 關百謙 梁家維 孫曉雯 
[中國古代宗教]      7S 陳兆康 李宏基 

金章 
[中國武術]      5B 陳韶妍 張佩琪 
[中國傳統婚禮]      5D 林桓亦 5E 呂樂心 曾樂欣 
[中國傳統藝術]      5B 陳葆琳 5E 佘韻翹  盧健 
[吉祥語]      5E 鄭敏琪 
[河上鄉]      5B 方正駒 曾富凡  
[涼茶]       5B 何嘉慧 何詠詩 黃莉瑩 
[中國古代及現代教育]     5B 黃翠欣 5E 李慧珊  
[中國古代姓氏與名號]     7A 李嘉儀 曾燕妮 
[中國古代婚姻習俗]     7A 張欣淇 巫寶瑩 施晴 


